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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〕高校系资料室的特 点、优势和 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在 教学科研中的重要 作用 ,高等 院校应大力加

强资料室基本建设 ,提高资料人员的综合素质 ,充分发 挥资料室的作用 ,为教学科研更好地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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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 来 ,在高校 改革和重 组浪潮的冲 击下 ,高 校系资

设置、教师任课及科 研课题等 情况比较了 解 ,因 而购买图

料室何去 何从 ,成为 广大资料 室工作人员 所关注的话 题。

书资料的针对性强 ,死书少 ,拒借率低 。另外 , 资料员还有

有的认为 ,系资料室 没有必要 继续存在 ,而应与图 书馆合

便利的 条件及时征求 骨干教师和 学术带头人 的意见。 这

并 ,以解决经费不足 和重复订 购等问题 ,提高图书 资料的

样既 有利于 提高 购书和 藏书 质量 ,也能 及时 准确地 向读

利用率。 而 有的人则认 为 ,在 当今的信息 时代 ,不 但不能

者推荐所收藏的图书文献。

取消系资 料室 ,而且 还应大力 加强系资料 室的建设 ,充分

1. 5 系资料 室可 以自 筹资金 解决 经费紧 张问 题。 近几

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 笔者认为 ,高校系资料室因其自身的

年 ,在图书馆经费困 难的情况 下 ,各系 资料室通 过多种渠

特点、优势和工作性 质 ,决 定了其在本 系教学科研 中所发

道筹 集资金 购进 图书资 料 ,保证了 教学 和科 研活动 的正

挥的重要作用是图书馆所不能替代的。

常进行。

1 系资料室的特点及优势

1. 6 系资料室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。 系资料室一般都设

1. 1 系 资料室 的最大 特点 是所收 藏的 文献 具有很 强的

在本系教学楼内 ,师生可利用空闲时间随时查阅资料。 并

专业性 ,紧密结合本系教学科研。 资料室重点收藏本系专

且它 的开架 阅览 直接向 读者 展示了 室藏 ,既 省去了 读者

业和相近 专业的国内外 文献 ,其中包括中 外文图书 ,学术

查抄目录 的时间 ,又 提高了图 书资料的利 用率和流 通率 ,

论 文、研究 报 告、专利 文献 及 本学 科 近期 外文 核 心期 刊

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不同要求。

等。 另外 ,根据教学 和科研的 需要 ,资 料室还对专 业资料

2 系资料室的工作性质

进 行二、三次 文献搜 集、整理 和编制 ,以 便教 学科研 人员

系资料 室的特点和优 势决定了其 工作性质 不能是图

能及时获得本学科最新信息 ,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。

书馆工 作的重复和缩 影。 资料室是直 接为本系 教学和科

1. 2 系资料室是重 要的学术 交流中心 ,具有较强 的学术

研服务的 部门 ,它以 本专业文 献情报服务 为主 ,比图书馆

气氛和 较好的学术交流 条件。 资料室 的读者群因 有其共

更突出 专业性、研究性和情 报性。 特别是 在知识剧 增、信

同的专业 ,共同的语 言 ,常 常是一个读 者提出的问 题能引

息爆 炸的现 代信 息社会 ,资 料室不 仅要 做好 传统的 服务

起其他读 者的兴趣 ,大家能自 发地探讨学 术问题 ,学术信

工作 ,还应从文献管理型向情报研究型转变。 要围绕教学

息能在资料室得到及时传递。

科研课题 搜集、整理 资料 ,积极主动配 合教师开 展定题服

1. 3 系资料室的工作更贴近教学科研活动。 因资料员在

务和定题 跟踪服务 ,做到及时 提供各种最 新信息 ,及时报

长期的工 作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 验 ,又 熟悉专业文 献 ,

道 学科 发展动 态。 要建 立学 科专题 数据 库 ,做好咨 询工

许多 人还是 本专 业毕业 生 ,具有专 业基 本知 识和基 础理

作 ,更多 更快 地编制 出高 质量 的二、三次 文献 ,充分 利用

论 ,再加上资料室在 专业文献 资源上所占 有的优势 ,资料

其丰富的 专业文献资源和 情报功能来 保证本系 教学科研

员更容 易提供专、深、快 的针对性 服务。 所提供的 文献资

的顺利进行 ,促进学科发展。

料 ,学术信息动态 ,各种 数据及编制 的二、三次文献等 ,往

2. 1 系资料室重视本学科情报资料的收集、筛选和利用

往更能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。
1. 4 系资料室的专业藏书质量高。 资料员因对本系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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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资料室 是全 系教学 和科 研的 资料服 务中 心 ,它以
本专业文 献为主要典藏 范围 ,不仅体现出 较强的学 术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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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性、针对性和实 用性 ,还充分反映 出本学科专 业在国

定题服务工作。 资料员与科研人 员保持密切联系 ,了解科

内外的 最新学术水平和 最新发展 动态。 系资料室 以本系

研计划 ,有目的地收 集资料 ,及时了解 学术思潮 和理论界

所开课程 及科研课题为 依据 ,预测本系专 业的发展趋 势 ,

动向 ,注意研究 新情况、新课题。 这种 专题服务 有明确的

有 计划、有目 的、有针对 性、系统地 收集 有本 学科特 点的

目 的性、针对 性和主 动性 ,能 变被动 服务 为主动 服务 ,极

图书资料。 不仅收集正式出版的专业 书籍、参考工具书和

大地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开展。

主要报刊 ,还注意 收集内部 资料 ,如 交换资料、会议文 献、

2. 2. 4 有 的放矢做好个别服务。 资料员通过各种途径了

学术论 文、科研 报告、专 题总结等。 这 部分资料的 特点是

解读者的 不同需求 ,在此前提 下根据服务 对象开展 工作。

篇幅短小、内容丰 富、观 点新颖、时效性强 ,对本系 的教学

如对老教 师及时提供国 内外最新、最深的 科技情报 ;对中

科研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青年 教师提 供本 专业或 相关 专业领 域的 文献资 料 ,并帮

积 累文献 资料 是一项 长期 而细 致的工 作 ,是资 料室

助他 们熟悉 各种 参考工 具书 的收录 特点 和检索 方法 ;对

的基 本建设 ,认 真鉴别 和筛 选所收 集的 资料 更是提 高资

硕士 研究生 和本 科毕业 班学 生 ,除 提供 导师 指定的 参考

料质量 的重要一环。 系资 料室将收集 来的资料定 期进行

书外 ,还可围绕其论文写作提供各种最新的文献资料。

全面清理 ,分析研 究 ,分 类装订 ,进行主题 标引 ,编 排上架

2. 2. 5 积 极开展参考咨询服务。 参考咨询服务是系资料

以供读者使用。 规范的资料室一般都 有分类目录、著者目

室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,它包 括: ①帮 助读者了 解资料室

录、主题 目录 ,使 师生能 迅速、准确 地检 索和 利用各 种文

的藏书结构和布局。 ②指导读者 使用图书资料分类目录、

献资料 ,力求每份资料都达到物尽其用。 系资料室较之图

著者目录、书名目录及主题目录等。 ③辅导读者了解各类

书馆极大地提高了文献资料的利用率。

参考工具书的收录特点 ,掌握查检方法。 ④帮助读者查找

2. 2 系资料室以多种形式为本系教学和科研服务

所需文献资料的出处。⑤提供读者所需的图书资料。⑥回

2. 2. 1 建立文 献资料检索系统。 根据本系专业需求将有

答读者提出的所有有关图书资料的咨 询问题。

关书目、百科全书 、传记 资料、年鉴手册、文摘索引 等各种

综 上所述 ,高 校系 资料室 在教 学和科 研中 所发 挥的

工具书、各类文献资 料、各 种图书目录 收集起来并 加以科

特殊作 用是图书馆所 不能替代的。 特 别是在当 今瞬息万

学系统地组织 ,以便有效地开展文献检索工作。

变 的信息 时代 ,各种 新观 点、新资料 象潮 水般涌 来 ,图书

2. 2. 2 及时做 好信息的宣传报道工作。 信息的宣传报道

馆 作为 全 校的 综合 性 大馆 ,不 可能 广 泛细 致 地收 集、筛

贵在及 时。 高校系资料室 可及时进行 文献资料的 宣传报

选、保存和充分利用 各学科的 最新资料 ,只有系 资料室才

道 ,及时推荐介绍图 书资料以 及有关学术 动态 ,使 教学和

能担 起此重 任 ,才能保 证为 教学科 研提 供源 源不断 的最

科研人员 能尽快了解当 前学科研究 中的新观 点、新方 法、

新信息。 因此 ,不仅不能撤消系资料室 ,相反 ,必须大力加

新成果和新的发展趋势。

强资料 室的基本建 设 ,更好 地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。 同时 ,

2. 2. 3 针对科 研课题搞好专题服务。 根据本系专业教学

还必 须大力 提高 资料人 员的 综合素 质 ,使高 校系资 料室

科研 的需要 ,围 绕某一 专题 连续不 断地 进行 文献资 料的

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教学、科研、为科教兴国再立 新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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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Abstract〕In the ligh t of t he i mpo rta nt roles play ed by the the depart mental li bra ries in the lang uag e t eaching a nd resea rch, g reat eff ort s should be made to co nso lidat e thei r establi shment and to enrich the makings o f li bra rians.
〔Key words〕depart mental li braries; la ng uage teaching resea rch

